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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成果名称
申报单位

（所在单位）
主要创造人 参与创造人 

特等 有效经营者的五项修炼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宋志平 　

特等 大型能源企业基于“1+3+N”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实践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李勇   霍健  徐永昌 金波　田鹏　王琛　蒋廷瑞    关欣　时超    贺韵霏

特等 多元化、多业态大型企业集团一体化集中智慧管理模式创新与实践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国跃 丁涛

特等 中粮集团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深化国企改革的创新及实践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吕军 栾日成

特等 华润集团数字化转型创新助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董坤磊 韩东辉　王文建

特等 新时代中央地勘企业投身“三个地球”建设研究与实践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赵平  张昊　赵彦雄　林中月   宋思哲    张卓　高天扬曹正军　张宏    江涛   李培

特等
打造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管理体系

——深圳投控对标世界一流、深化卓越绩效模式探索实践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何建锋    王文杰   杜秀峰 甘卫斌　彭兴庭　吴畏　邵留长    黄柏生

一等 从战略高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与价格研究所 周适 杨宜勇　刘泉红

一等 中国职业经理人年度报告 2020 职业经理研究中心 王永利   许艳丽   张红涛 王新伟　张铁铮　赵长清

一等 中国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研究与调研报告 吉林大学 李政 杨思莹　刘丰硕

一等 军工央企构建党建工作深度融合机制的实践与研究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袁洁   刘石泉   陈国瑛 龚界文　李慧敏　孙越   李宏伟  李杰　朱纪立   范诗琴　陈晶晶

一等 深化三项制度改革 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戴和根 刘德辉　赵庆贺

一等 对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差异化管控的思考和实践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常张利   魏如山   黄振东 牛振华　李秀兰　李龙飞   马原      欧阳斐　司艳杰

一等 企业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研究与实践 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吴宝英   胡志广   夏振来 杨丽　李于达　雷兵   邹儒懿   祁辉　徐璐杨    蔡文静

一等 中国船舶以提升资本运作推进上市公司发展质量的实践与思考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陶健、张东波 陈琼　郎文　包博競

一等 全球疫情背景下海外投资项目服务保障创新与实践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盛玉明   俞祥荣   赵新华 王中　刘凯　王耀东   朱晓儒   张腾斌  贾蕾    杨杰　段雨欣  黑继燕

一等 新时代国家电网科技项目管理改革创新研究及实践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翀   王冠群   陈伟
姚建国　严胜　魏冠元   盛兴   陈立斌　杨芳     邓春宇　郭鑫   陈晰

刘紫熹　梁芙翠　王頔    付蓉　马轶群　王光达

一等 国资国企改革新形势下中央企业董事会建设研究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张勇   卢江水   吴鸾莺

张翔　孟维烜　王雪冬   朱文浩   杜娟　刘进    吕嘉林　卢健飞   左新强
郑海峰　张园　鲁强    夏利宇　王庆　王宇    朱伟     张红宪　

一等
面向供应链能力提升的大型军工集团电子装备“通用化、系列化、

组合化”管理改革创新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 何世新   徐晨华   胡振强 沈方达　任勇　程志强    郭宁   张冰　刘悦    肖英萍　徐银华   陈茜   陈晓丽

一等 以全员绩效考核引领的人才管理体系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文华   申彦涛   连昫 詹杰　张子昂　卢显朋   于涵民　王超

一等 特大型传统水泥制造企业集团的“优化升级”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曹江林   肖家祥 潘晓萍　贺誉　苏东方

一等 以提升六大能力为导向实施“双百行动”综合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石磊   陶迅 袁水全　周卫东　吕康东

一等 构建中国制造新模式，打造数字化转型新标杆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夏宁   倪植森 许波　宋畅　李若尘    陈雯   章贯　罗丹   马迎　刘鑫章

一等 全球贸易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全产业链转型升级路径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孔令丞 谢家平　梁玲

一等 优化国资布局，加快结构调整 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有限公司 罗新宇 马丽　陈韬

一等 健全推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体制机制研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

究所
张晓文 张浩然　李华　王广珍   杜元辉

一等 中国数字平台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商务出版社
裘莹 郭周明　张利国

一等 能源革命背景下能源央企区域性公司数字化转型路径与创新实践 华北电力大学 侯瑞  赵云灏   马玉寅 胡阳　李珊珊　汪鹏　

一等 航天科工统筹策划、系统推进国企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胡雪梅   江山   张帅 徐磊　徐 鹏　范瑞杰   陈曦宇    苏鑫鑫  刘青　 刘峥嵘　谭红雨   孙越   王庆国　谭立忠

一等
央地合作共发展　企业混改破瓶颈——中国航发南方宇航混合所有

制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唐斌 牟欣　吕泽铭

一等 京东集团发挥新型实体企业优势 “以实助实”战略的实施与思考 京东集团 　 　

一等 “双三角”理论框架下国有电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鲁刚   徐沈智   王芃 闫晓卿　郑宽　谭雪   张富强    元博　贾淯方   陈海涛

一等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建设治理型管控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以中国建

材集团为例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改革办、办公室 干志平   黄振东   牛振华 金星　丁泉　李龙飞  于海琴    张希　   汪慧珣    邱艾平　王维    马原

一等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央企业高质量海外党建工作创新路径研究 中国航油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曹永晖   陈智   冯海 周莹　丁煜玥　吴冰寒

一等
搭建工业互联网赋能与服务平台（TCDRI IIESP） 以全生命周期数

字化服务推动水泥行业智能制造转型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何小龙   彭明德   隋明洁 刘涛　胡亚东　常斌   孙利波

一等 以任期制和契约化为抓手，以高质量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刘燕   印志松   蒋中文 范丽婷　李荧琳　岳立广　王雪琴

一等
通信企业面向“以人民为中心”和提质增效的客户服务端到端数智

化转型创新与实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杨斌   姚琨   陶轶 魏明　赵芳　娄鹏   白秋富    陈虎　刘以勇   张琳　刘志敏　何家恩   黄琦

一等 基于“价值创造 + 赋能”的产融结合实践与创新 中建材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赵延敏 陈刚　陈卫东　王伟波　 陈静    刘岳蕊　李日强

一等
探寻绩效考核的平衡艺术

——兵器工业集团 20 年差异化绩效考核探索实践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人才研究中心 李鹏   仲利华 谌飞　徐余庆　马骁   陈朋月


